
只要存在 就要打仗
——看美国黩武如何成为世界乱源

国际观察

1月31日，人们在叙利亚阿勒颇省北部城市阿扎兹市区的汽车炸弹袭击现场参与救援。（资料图片）

新华社发

美国反战组织“粉色代码”日前公布
的研究数据显示，美国及其盟友自 2001
年以来在“大中东及北非”地区共投下至
少32.6万枚炸弹和导弹，相当于平均每天
投弹 40余枚。

分析人士指出，美国拥有世界最高
的军费支出和全球最强的军力，但长期以
来并没有把力量用于维护世界和平，而是
从维护自身霸权地位和利益的角度出发，
不断非法动用武力干涉甚至入侵别国，
威胁世界和平，成为世界一大乱源。

信奉暴力

拜登新政府就职刚一个月出头，美军就于 2

月 25 日对叙利亚东部发动空袭，摧毁多处设施。

美军方宣称，此次空袭是对美军和多国联军人员

近期在伊拉克遭袭并受到持续威胁的回应。叙利

亚、俄罗斯和伊朗政府均强烈谴责美方这一违反

国际法、侵犯叙主权的行径。

“粉色代码”联合创始人梅代娅·本杰明和该

组织研究员尼古拉斯·戴维斯撰文指出，这次空袭

只是美国及其盟友长期以来在“大中东及北非”地

区无休止军事行动的最新案例之一。过去 20 年

来，伊拉克和叙利亚是此类行动的主要受害者，据

不完全统计，累计有超过 15.2 万枚炸弹和导弹落

到这两个国家境内。

上述数据主要来自美军公布的战报和其他机

构的统计。鉴于美国政府从 2020 年起停止公布相

关信息，加上直升机空袭等类型的军事行动所消

耗的弹药未包含在统计数据中，实际弹药使用数

量会比 32.6 万这个数字更大。而这些轰炸究竟造

成多少无辜人员伤亡，外界更是无从得知。

有统计显示，美国建国 240 多年来，有 227 年

在打仗。正如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通讯院士、政治学

家谢尔盖·苏达科夫在接受今日俄罗斯电视台采

访时所说：“美国只要存在，就要打仗。”

本杰明和戴维斯指出，如果美国现政府继续

在往届政府的基础上堆积更多谎言和暴行，“将无

法重新赢得世界对美国领导力的尊重，也无法赢

得美国公众对本国外交政策的支持”。

穷兵黩武

在美军海外狂轰滥炸的背后，是美国持续高

企的军费支出。

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2020 年 4 月

发布报告指出，美国的军费支出在 2019 年增长

5.3％，达到 732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总支出的 38％，

几乎相当于排名其后的 10个国家的军费总和。2019

年全球军费支出较上年增长 3.6%，增速为 2010年以

来最高，而美国的军费增长是重要原因之一。

分析人士指出，军事力量是美国全球霸权的重

要支柱。二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保持大规模海外

驻军，凭借庞大军事力量维护自身及盟友的利益。

美国国防部 2018 年出台的国防战略报告提

出，美军应同时实现有效核威慑、发展导弹防御、

应对大国竞争和热点危机、维持反恐战争等诸多

要求。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迈克尔·奥

汉隆指出，这些要求比美国在冷战结束后很长一段

时间内的计划都更具野心，因此需要更多经费支持。

害人害己

事实上，美国的巨额军费和频繁的海外军事

行动只有利于美国少数政客和军火巨头，损害的

是绝大多数美国民众的利益，更对世界和平与稳

定构成严重威胁。

美国一些专家学者和政治人物也对巨额军费

支出持批评态度。他们认为，政府应将资源更多投

入到应对新冠疫情和气候变化以及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等方面。

哈佛大学国际关系学教授斯蒂芬·沃尔特日

前指出，美国的巨额军费打造出强大军力，然而美

国并没有世界上最好的基础教育、医疗制度、无线

网络、电力系统、铁路、公路和桥梁，美国还缺乏经

费充足的公共机构。

2020年 7月，美国国会独立参议员伯尼·桑德斯

和民主党籍参议员爱德华·马基曾建议将 2021财年

国防预算削减 10%，但未获参议院支持。马基当时发

表声明说，巨额军费支出没有保护美国人免受新冠

疫情影响，也不能保护美国人免受环境破坏和气候

变化影响。美国的政策优先项应该是消除贫困、应对

全球性疫情、资助教育事业以及改善医保体系，而非

发动战争和研发新式武器。（新华社北京3月8日电）

杨兴东

“市场主体恢复元气、增强活力，需

要再帮一把。”将小规模纳税人增值税起

征点从月销售额 10 万元提高到 15 万元；

对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年应纳税所

得额不到 100 万元的部分，在现行优惠

政策基础上，再减半征收所得税；将 2.8

万亿中央财政资金纳入直达机制；推动

降低一般工商业电价，中小企业宽带费

用 要 再 降 10%…… 政 府 工 作 报 告 中 的

这些“惠企”政策，让不少“小老板”为之

一振。

加大减税优惠力度，是对小微企业

的精准帮扶。如果说高尖精型的巨头企

业搭建了国民经济的四梁八柱，小微企

业就是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发展经济，

既要时时维护市场主体中的栋梁，也要

畅通经济血管微循环，提高对小微企业

的支援力度。小微企业关乎就业、连着民

生，是社会正常运转不可或缺的基础性

环节。

疫情突如其来，遭遇冲击的中小微

企业，表现出了较强的韧劲和忍耐力。它

们不仅为应对疫情提供了有力的基础保

障支撑，而且在经济复苏阶段迅速带回

了城市烟火气，让人们迅速告别了疫情

防控重压之下的沉闷生活；很多从业者，

也正因为无数小微企业的坚守，确保了

一份家庭收入。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就是“留住青

山”。疫情防控转入经济复苏与常态化防

控阶段以来，湖南“六稳”“六保”工作做

得十分扎实，对小微企业“帮一把”的礼

包及时足额发放：省财政、发改等 10 部

门出台强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金融

十二条”，出台《湖南省金融支持稳企业

保就业工作实施方案》，切实引导更多信

贷资金投向中小微企业；允许小型微利

企业和个体工商户 2020 年企业所得税

延迟至 2021 年缴纳；截至今年 2 月，全省

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普惠小微企业信用贷

款 157.5 万笔 、1360.6 亿元，惠及 98.4 万

家小微企业……银税互动，精准滴灌，让

小微企业走出困境、迎来新的生机。

市场活力迅速回升，助推全省经济

社会向好的预期，湖南迅速从 2020 年二

季度实现经济增速由负转正，交出了全

年增速达 3.8%的亮丽成绩单，而且实现

新增就业 72.4 万人，帮助 924 万农民工

返岗。

着力为小微企业纾困，就是呵护市

场信心，提振市场主体精气神。再苦再难

的 2020 年，我们都撑过来了；现在，“再

帮一把”政策大礼包开始发放，春华秋实

的预期，值得广大小微企业加油干。

碧泉

今年是换届之年，市县乡领导班

子面临集中换届。今年又是“十四五”

开局起步之年，各项工作任务繁重。面

对党员干部活跃而复杂的思想状况，3

月 2 日，湘潭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

主任曹炯芳在湘潭推进制造业高质量

发展大会上，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警惕

“换届综合征”，坚决杜绝貌合神不聚、

思位不求为、求稳不思进、议人不做事

的不良倾向，真正把心思精力投入到

发展中来，努力创造经得起检验的实

绩，不负组织和群众的期望。

换届期，往往是干部焦虑、彷徨、

烦躁的多发期，进与退、上与下、去与

留，都是干部必须面对的现实选择。有

人形象地比喻，“换届综合征”是干部

队伍中的重度“流感”。其“症状”千奇

百怪，大致可以分成四类。一类是貌合

神不聚，表面上还很正常，内心却打着

自己的“小算盘”。第二类是思位不求

为，把心思放在“自我设计”上，思考工

作少，琢磨个人进退去留多。第三类是

求稳不思进，干起事来不求出彩，只求

平稳过渡，马马虎虎、应付了事。第四

类是议人不做事，整天“张家长、李家

短”，当“扩音喇叭”，传小道消息，该做

的工作不愿干、干不好。

透析“换届综合征”，之所以有些

党员领导干部会产生以上诸般错误的

思想认识，主要原因是他们没能真正

树立起“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崇高

执政理念和伟大追求，在日常工作中

还不能自觉体现共产党人“权为民所

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高尚

政治情怀，不能把群众利益真正装在

心里。

时间不等人，一眨眼就到了 3 月

份，我们讲要“开好局、起好步”，就看

一季度，关键看精气神。“换届综合征”

不但损伤干部队伍“肌体”，而且直接

导致官场上不正之风的盛行，对我们

事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必须及

时医治，彻底根除。一方面，扎实做好

换届各项工作，严肃换届纪律，坚持公

开、公平、公正的原则选人用人，让能

者上、庸者下，坚决落实领导班子换届

“十严禁”要求，防止心术不正者钻了

换届的空子，另一方面，要用正确的世

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剂思想“良药”

来加以“治疗”，教育和挽救轻微“综合

征”者，使他们正确对待进退留转，全

力做好当下的工作。

真金不怕火炼。换届工作是检验

党员干部的“试金石”。越是在换届的

关键时刻，党员领导干部越要经受得

住考验，始终保持头脑清醒，常修为政

之德，常怀律己之心，做到进则奋发向

上、担当有为，退则心绪坦然、愉快接

受，转则意志不衰、积极适应，留则埋

头苦干、迎接挑战。这样，才会真正把

心思精力投入到发展中来，真抓实干、

埋头苦干，为“十四五”开好局、起好

步，以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迎接建党 100 周年。

李东晓

“我很庆幸，生活在一个美好的时代，让我有机会

展示自己的技能和才华。”3 月 8 日下午，十三届全国

人大四次会议第二场“代表通道”正式开启。在全场中

外媒体聚焦下，在湘全国人大代表、中建五局总承包

公司项目质量管理员邹彬亮相代表通道，讲述“95 后”

湖南青年的奋斗故事。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大国工匠邹彬人生

出彩的经历，真正诠释了这个最朴素的哲理。赢得未

来，关键是赢得当下。从小打好基础，形成健全的人

格，拥有高尚的品德、创新的思维、健康的体魄、良好

的劳动习惯。

邹彬的奋斗，是教科书级别的。教育孩子，关注试

卷之外的能力培养，这是一生的财富。每个孩子，不一

定都能考上名牌大学，但是拥有闪光的人生，他们拥

有着均等的出彩机会。3 月 7 日上午，全国政协委员、江

苏省锡山高级中学校长唐江澎就说：“孩子只有分数，

赢不了未来的大考；教育只关注升学率，国家就没有

核心竞争力；分数不是教育的全部内容，也不是根本

目标。”好的教育应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

题解决者、优雅生活者，让孩子们以健全和优质的人

格赢得未来。

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毛泽东曾说，

“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蛮其体魄”。国学大师南怀瑾

说，“教育孩子不能只看成绩，否则迟早是要出问题

的，人格的教育、学问的修养才是贯穿孩子一生的关键所在。”他

们的话讲出了同一个道理：好的教育，从来不仅仅是知识的传递。

注重孩子的综合素质培养，可以帮助他成为更好的自己。

终身学习时代，孩子的分数要重视，但不能“唯分数论”。分数

只是检验孩子显性学习成果的一种手段，孩子的责任担当、合作

精神，是一张试卷测不出来的，却是人生成长至关重要的必修课。

只把焦点盯在分数上，带来的恶果已不容我们忽视。“小胖

墩”“小眼镜”越来越多；课业的压力让孩子们看不到云彩花朵、听

不到鸟叫虫鸣；自理能力差，脏衣服寄回家；一些学生虽已成人却

没有“心理断奶”……

人才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培养有用之才，作为教育者，既

要教育引导学生珍惜学习时光，心无旁骛求知问学，又要教育引导

学生培养综合能力，只有促进学生全面发展，才能让一代代年轻人

的心灵更丰盈、精神更饱满、人格更完善、能力更彰显。所以，培根

铸魂，启智润心，国家担当、社会责任理应成为中国教育的基因。

胡辉

“要想富，先修路。”作为国家重要

交通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铁路一

直是历年两会的热点话题。3月 6日，全

国人大代表、国铁集团董事长陆东福接

受新华社记者专访，介绍了推动铁路高

质量发展有关情况。到 2025年，全国铁

路营业里程将达到17万公里左右。

铁路线即民生线。今天的湖南，复兴

号高速奔驰，“慢火车”翻山越岭，货运

“长龙”川流不息，让三湘大地充满了无

穷活力。自2009年武广高铁让湖南驶进

高铁时代以来，沪昆高铁、怀邵衡铁路、

黔常铁路相继开通，改变了我们的出行

方式，让沿线地区享有了“高速红利”。

这样的幸福真切可感。笔者家在

湘西南的一个县级城市。曾几何时，从

老家来一趟省城，要颠簸于雪峰山蜿

蜒山路，一遇雨雪更要耗费十几个小

时。那些晕车的苦痛，至今记忆犹新。

怀邵衡铁路开通以来，“说走就走”的

旅途让家的幸福触手可及了。

为美好生活添彩，铁路发展让人

充满期盼。在湖南，更美好的蓝图即将

照进现实。2021 年张吉怀高铁建成通

车，将可实现 14 个市州通高铁，吉首、

凤凰、芙蓉镇等风景如画的地方也将

并入全国高铁网，到那时，“坐着高铁

看湖南”又该是怎样一个“美”字了得？

钢轨连绵延伸，承载满满的民生

热望，也彰显了情怀与担当。回顾来

路，铁路先行，为山区百姓注入了脱贫

的内驱动力；展望未来，铁路高质量发

展，必能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动能。我

们期待，铁路再接再厉、一往无前，摁

下高质量发展“快进键”，串起更多美

好的“诗和远方”。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优抚对象抚

恤和生活补助标准”“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

化国家战略，以‘一老一小’为重点完善人口服

务体系，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逐步延迟法

定退休年龄”……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民生红利

多多，绘就了美好的民生图景，基本养老金 17

连涨，“老有所养”让幸福成色更足。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不仅有提高退休

人员基本养老金、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

准，而且还有“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规范发

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等一系列养老服务举

措，既有制度保障，又有社会温情，为老年人养

老撑起了一片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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切莫患上“换届综合征”

期待铁路串起更多
美好的“诗和远方”

新闻 漫画

“再帮一把”礼包已到位，小微企业加油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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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
来
，关
键
是
赢
得
当
下

“老有所养”,让幸福成色更足

据新华社北京 3月 8日电 8 日，2021 年

春运迎来最后一天。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春

运工作专班数据显示，今年春运全国铁路、

公路、水路、民航共发送旅客预计达到 8.7 亿

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70.9%，比 2020 年

同期下降 40.8%。各地积极响应“就地过年”

号召，客运量较往年降幅明显。

其中，铁路累计发送旅客 2.2 亿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46.5%，比 2020 年同期上升

3.5%；公路累计发送旅客 6.0 亿人次，比 2019

年同期下降 75.5%，比 2020年同期下降 50.2%；

水路累计发送旅客 1533.8 万人次，比 2019 年

同期下降 69.8%，比 2020年同期上升 24.5%；民

航累计发送旅客 3536.8 万人次，比 2019 年同

期下降 51.5%，比 2020年同期下降 8.5%。

在高速公路方面，春运 40 天，全国高速

公路累计流量 118049.8 万辆，同比 2019 年上

升 0.4%，同比 2020 年上升 77.6%；其中，客车

流量 98936.7 万辆，同比 2019 年下降 3.6%，同

比 2020 年 上 升 75.8% ；货 车 流 量 19113.1 万

辆，同比 2019 年上升 27.9%，同比 2020 年上

升 87.4%。货车流量较往年增幅显著。

2021年全国春运收官
预计共发送旅客8.7亿人次

时事·观点20 2021年 3月 9日 星期二

责任编辑 封锐 谢卓芳 刘凌 版式编辑 周双

本社地址：长沙市芙蓉中路 广告发布登记：湘市监广登字〔2019〕第 17 号 广告部电话：（0731）84326026、84326024 邮箱地址：4326042@126.com 零售：每份 2 元 昨日开印：2∶30 印完：6∶50 本报印务中心印刷

据新华社北京3月 8日电 记者从 8 日召

开的公安部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0 年，

全国公安机关组织开展了一系列专项打击

行 动 ，及 时 出 台 了 一 系 列 便 民 利 企 政 策 措

施，全力优化营商环境。其中，“昆仑 2020”专

项行动侦破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伪劣商品

犯罪案件 2.1 万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 3.2 万

余名，涉案总价值 180 余亿元。

专项行动中，公安部门会同有关部门针对

实体市场开展执法行动 5万余次，开展销毁侵

权假冒商品活动500余次；挂牌督办168起重特

大案件，有力打击震慑了侵权假冒违法犯罪。

公安部门:

去年侦破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
伪劣商品犯罪案件2.1万余起

专家认为：

能源转型将改变油气行业投资流向
近期，全球多个主要经济体先后宣布碳

中和计划，推进能源转型升级。日前出席第 39

届“剑桥能源周”会议的业内专家表示，能源转

型将加大传统能源需求面临的不确定性，导致

未来一段时间油气行业投资流向出现变化。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未来投资者和油气

公司将对长期投资项目采取回避态度，包括

页岩油气开发在内的“短平快”项目将更具

吸引力。同时，在环境、社会和治理等方面表

现良好的企业将继续吸引投资。

高盛集团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杰夫·

柯里表示，受全球能源转型影响，对石油生

产进行长周期投资风险增大，预计油气公司

将离开深水油气开发等长周期项目，转向开

发周期更短、投资回收更快的项目，比如美

国、中东和俄罗斯的短期生产项目。

凯雷国际能源合伙公司合伙人兼执行

董事鲍勃·马奎尔认为，油气行业将很难再

出现长期项目投资，5 年或 10 年以上的项目

难以吸引资金。

埃信华迈副总裁詹姆斯·伯克哈德认为，

考虑到低碳化和能源消费趋势，石油需求在未

来数十年可能进入高度不确定的时代。由于致

密油、页岩油等油气项目可以让投资者在较短

时间内回笼资金，预计能源转型将促使投资流

向这些项目。

第 39 届“剑桥能源周”会议于 3 月 1 日至

5 日在线上举行，该年度会议是能源行业最高

规格的国际会议之一。

（据新华社纽约3月7日电）


